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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见习记者 张诗欢 记者

许素菲）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特别节点，

加上多部主旋律电影扎堆上映，让今年

的“国庆档”电影市场备受关注。猫眼专

业版数据显示，截至昨日 20时许，“国庆

档”（9月 30日-10月 7日）总票房已突破

50 亿元，创下新高。电影《我和我的祖

国》单片票房占比近半，一举夺得档期票

房冠军。

“三强”贡献票房超95%

9月30日，讲述70年变迁发展历程中

7名小人物故事的《我和我的祖国》、根据

川航 3U8633航班真实事件改编的《中国

机长》、取材自中国人首次登顶珠峰故事

的《攀登者》，3部新片齐齐上映，正式拉开

“国庆档”序幕。

首日即现“开门红”，当天全国电影票

房收入6.65亿元，创下历年“国庆档”最佳

首日成绩。其中，《我和我的祖国》《中国

机长》《攀登者》3 部影片分别以 33.9%、

29.8%、32.2%的排片占比，收获2.86亿元、

2.07亿元、1.64亿元票房。

“十一”黄金周开始，各部影片的热度

持续升温。10月1日，全国电影票房收获

7.96 亿元，创下目前 2019 年最高单日票

房。但另一方面，随着上映时间增加，影

片口碑、市场反响等进一步发酵，3部新片

逐渐拉开差距。

“国庆档”首日，《攀登者》在院线排片

具有优势的情况下，各项成绩却不敌《中

国机长》。10月2日，《攀登者》排片占比和

票房占比分别为 17.8%、13.8%，对比前一

日的21.6%、17.0%，开始出现明显下滑，而

另两部影片的排片占比和票房占比则开

始了你追我赶的竞争。“国庆档”尚未过

半，早前大众预期的票房“三足鼎立”格

局，已然分出胜负。

截至记者发稿，《我和我的祖国》《中

国机长》《攀登者》在豆瓣平台的评分分别

为8.0分、7.0分、6.7分，累计票房分别为22

亿元、19.48亿元、8.1亿元。猫眼专业版对

档期最大赢家《我和我的祖国》的最终票

房预测为 30.97亿元，这一成绩将使该片

跻身中国电影票房总榜前十。

国庆档观影人次首度破亿

与红火的票房相对应的，是节节攀升

的观影人数。据猫眼电影统计数据，10月
6日16时，国庆档（10月1日-10月7日）观

影人次突破1亿，这也是国庆档历史上观

影人次首次破亿，并超越2017年及以前历

年春节档的观影总人次。截至破亿节点，

国庆档“三强”假期观影总人次分别为：

《我和我的祖国》4422万、《中国机长》3773
万、《攀登者》1381万。

在“三强”影片的强势带动之下，10月
3日，2019年全国电影总票房突破 500亿

元，比去年提前了1天。而今年早些时候，

国内电影市场票房表现其实并不喜人，票

房突破300亿元、400亿元大关的时间，相

比去年分别落后了7天、4天。

截至目前，今年全国票房破10亿元的

影片一共有 13 部，其中有 8 部为国产电

影。2019年票房排名前三的电影分别为

《哪吒之魔童降世》（49.7亿元）、《流浪地

球》（46.5 亿元）、《复仇者联盟 4：终局之

战》（42.4亿元）。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今年以来

国内电影市场亮点频出。年初上映的

《流浪地球》，让市场和观众看到了国产

科幻电影的发展空间；“暑期档”动画电

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以黑马之姿，带动

市场对国产动画电影的关注……从这些

影片中可以看到，优质的内容永远是市

场关注的焦点。

三部影片“国庆档”总票房逾50亿元
观影人次首次突破1亿

秋冬季怎么穿最时尚？国庆期
间，上海国金中心商场分别举办了主
题为“羽衣翩翩”“瑰丽风姿”的时装
秀，开启秋冬时尚旅程。

上海国金中心商场一楼中庭打
造了以黄金丛林为灵感的时装伸展
台，长达20米的华丽舞台布满高达3
米的巨型金秋之木，色彩饱满浓郁，
充满秋季时尚气息。舞台中央增设
大型LED屏幕不断滚播商场时尚品
牌服饰，为顾客呈现当季最前沿流行
趋势。

除了能够近距离欣赏时尚视觉盛
宴外，上海国金中心商场还增设了“霓
裳幻彩照相馆”，顾客自拍后可以打印
万花筒形式的照片，留下美好纪念。

图为模特走秀。

□本报记者 周蓓君 文 朱泉春 摄

本报讯（记者 张淑贤）10月 6日，支

付宝发布的“十一”消费报告显示，假日经

济效应凸显，尤其是消费回流趋势显著，上

海浦东、虹桥机场日上免税店成为消费回

流的主阵地，免税店人均消费金额超过

2000元，消费金额显著大于“五一”。

从 1999年第一个国庆 7天长假开始，

“十一”黄金周已逐渐成为观察消费的绝佳

窗口，也是经济潜力的重要指标。

今年“十一”黄金周，美食、出行、零售

三大行业堪称国庆假期里，拉动内需的“三

驾马车”，吃、住、行、游、娱、购等消费产品，

人均在实体店消费的频次增长了45%。

以放假前 3 天比较，假期更长的“十

一”日均消费金额环比“五一”高一成，在更

广阔的四五六线城市，“十一”日均消费金

额环比“五一”增长约四成。

随着旅游、文化产品供给的不断丰富，

曾经人们对旅游的印象是打卡各地主流景

点，如今“到此一游”的留念照已成往事，一

地多刷和小众目的地深度游成为新风尚，

是消费观念升级的鲜明注脚。

由于“十一”假期充裕，更多的一线城

市用户选择打着“飞的”去往三线及以下城

市游玩。从支付宝异地消费数据来看，最

受外地游客青睐的网红旅行地不再是一二

线大城市，四川阿坝、云南丽江、青海海东

等相对小众的目的地成为国内游风向标。

随着移动支付的不断普及，县城的消

费活力令人眼前一亮。“十一”黄金周，三线

以下城市消费频次增幅全部高于 50%，县

城消费频次更是猛增近90%。

“中国黄金周”也日益成为“世界的黄

金周”。市场预测，今年“十一”黄金周旅游

人次有望达8亿，在预定的旅游产品中，长

线出境游客占比超过60%。

“十一”黄金周，出境游游客必到“购物

点”的机场免税店消费火爆。不管是北京

机场日上免税店，还是上海浦东、虹桥机场

日上免税店，消费金额均显著大于“五一”，

机场免税店人均消费金额超过了 2000
元。在出国前就把心仪的化妆品等挑选

好，回国直接在机场提货，成为了很多出境

游旅客的选择。

本报讯（记者 张淑贤）移动支付正成

为越来越多国人出境游消费首选。第三方

调研机构艾瑞咨询近日发布的《2019年中国

在线出境游行业研究报告》显示：选择支付

宝和微信支付等移动支付的用户合计超

95%，其中六成人境外消费首选支付宝，比用

现金消费的多20%，更是微信支付的近两倍。

报告还显示，超六成游客出境游花费过

万元，去全世界“买买买”的最大消费场景是

国际机场。正是中国出境游客和中国移动

支付，直接催生了全球化的“智慧机场”。

作为最早帮中国人退税的移动支付，

支付宝已在 35个国家和地区的 85个国际

机场实现实时退税，缓解了以往出境游时

常见的退税慢、到账不及时等“老大难”问

题。同时，支付宝还让中国游客享有“出境

体验特权”，从购物到就餐甚至会员免费进

VIP休息室，均可“扫一扫”，无论是 3万英

尺高的芬兰航空舱内买免税品，还是“接地

气”到全球10个国家和地区33个城市的出站

打车，用支付宝都能“一部手机说走就走”。

中国游客把中国移动支付带出去，反

过来后者也成为全球商户和中国游客的

“数字连接器”。在日本，全境几十个机场

几乎全线接入了支付宝；在加拿大温哥华

机场，蓝色二维码成为这个机场里唯一的

中国移动支付方式，这里 90%的店铺销售

额，都来自于支付宝支付。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张诗欢 记者

许素菲）国庆期间，浦东多家商业企业

围绕“浦东品质·国潮献礼”这一 2019上

海购物节浦东系列活动重点消费主题，

开展系列特色活动，献礼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世纪汇广场联合“上海艺术商圈”，

围绕“上海文化”品牌建设，在 LG2层公

共空间打造了一场主题为“八仙过海，

争潮漫游”的多元化潮流活动，寓意中

国传统文化与潮流文化从四面八方聚

集到此，碰撞产生新的活力。

记者探营看到，国内极具创意设计

的潮玩 IP品牌“BONG STUDIO”，带来

了标志性的“BONG熊”；擅长将古人和

现代潮物相结合的微博艺术人文博主

夏阿，展示起了中国风潮图；新晋球鞋

乐高设计师张八千，带来了一系列融入

乐高风格的高定、限量版“球鞋”。丰富

的新奇内容，不断吸引消费者驻足围

观。

值得一提的是，世纪汇还将“八仙

争潮”里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潮流文

化进行延伸，在屋顶花园、露天广场等

多个区域引入了新奇的艺术装置，让消

费者在互动中感受别样的乐趣。

金桥国际商业广场在国庆期间特别

推出“金秋游园会”，以展、演融合的沉浸

式演出，通过情景小故事、场景体验、演

员互动为前来游玩的消费者呈现海派风

情。

在新开放的 7 座全新空间 Festival
Walk，老艺术家们操刀设计了一场上

海品牌 70 年时空之旅，走进旗袍店，换

上一袭华服感受霓虹；走进胭脂店，尝

上一口正宗的牛轧糖，浓浓的老上海风

情扑面而来。串起几代人品牌记忆的

沉浸式戏剧更是备受现场观众好评，

上海滑稽剧团、上海戏剧团的演员们

化身老上海的老克勒、卖报童、富家太

太等，通过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

觉多个维度与消费者来了一次零距离

沉浸式互动，激发出大家强烈的代入感

和共鸣感。

此外，陆家嘴中心 L+MALL 的“国

风四圣”国潮大赏，用多种创新形式演

绎传统文化；东方懿德城的“中国好声

音”专场，在节日烘托下成了一场精彩

纷呈的红歌盛会。各大商场、商圈因地

制宜打造的特色活动，为消费者假期休

闲娱乐增添不少亮点。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张诗欢 记

者 许素菲）苏宁易购完成收购家乐

福中国的股权交割手续后，马上迎来

第一个大动作。近日，全国约 200 家

（上海 31家）“苏宁家乐福”店中店同

日开门迎客。

记者在位于金桥购物中心的家

乐福门店看到，苏宁家乐福采用的是

店中店模式，即在家乐福门店内辟出

一部分区域进行重新布局、陈列，打

造具有苏宁易购特色的“精品家电体

验专区”。据了解，背靠苏宁易购家

电 3C 供应链优势，同时兼顾家乐福

的商圈定位，苏宁家乐福针对不同消

费人群，差异化规划了不同产品线。

在苏宁家乐福金桥店，除了冰箱、洗

衣机、空调、彩电等生活电器，手机、

电脑等 3C 类产品同时进驻，实现了

全品类产品覆盖。

苏宁易购华东二区执行副总裁、

上海大区总经理徐海澜表示：“在苏

宁易购家乐福电器店，消费者可以享

受在线导购预约、商品预约，我们同

时还会结合小程序、社群营销工具

‘易起购’、直播带货等互联网玩法，

为家乐福超市的用户提供便捷的

O2O 服务。”未来，上海 31 家门店会

在规模上重新调整，结合经营需求对

门店的场景、布局、供应链等方面进

行持续优化调整。

记者获悉，目前上海消费者在苏

宁易购家乐福购买家电产品，同样享

受苏宁自营的行业标杆服务，包括 30
天内包退、365天内包换等。此外，指

定产品送装一体、半日达、家电保养、

维修、清洁等售后服务，也与苏宁其

他门店服务标准完全相同。接下来，

苏宁与家乐福会逐步将会员权益打

通共享，为消费者带来更多实惠和便

利。

浦东多家商场献礼新中国70华诞
举办系列特色活动 国潮、复古唱主角

上海国金中心商场开启秋冬时尚旅程

布局线下商超场景

苏宁易购
“进驻”家乐福 相关新闻

六成中国游客境外
消费首选支付宝

支付宝“十一”
消费报告出炉

截至昨日，电影《我和我的祖国》票房已超20亿元，夺得国庆档期票房冠军。 □IC Photo 供图


